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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北教大名師講座掌聲未歇— 
上半年場場佳評如潮 10-12月好戲別錯過  ◎圖書館

由本校圖書館規畫之北教大名師講座，歷

來皆假本校圖書館 4樓資源推廣室舉辦。圖書館
一方面積極向各學院邀請推薦講師名單，也朝著

充分展現本校教育專業、人文藝術與自然科學等

多元學術特色安排演講主題；2017上半年講題
規畫更是符應社會脈動、貼近生活實用面向。

名師講座系列活動於 3月 28日由資訊科學
系陳永昇老師擔任講座，陳老師搬出壓箱寶，和

大家談論資料通訊、無線感測等技術之後，進一

步舉電子發票、eTag等生活實例，說明數位時
代「網路資訊科技與生活」彼此間的密切關係。

第 2場次則是由兒童英語教育學系陳嘉煥老師主
講「如何更有效率學習生活英語」，現場坐滿了

想要提升英語聽說讀寫能力的聽眾，在陳老師風

趣幽默的演講、中間穿插著趣味有獎問答之下，

全場活動就在大家的歡樂且意猶未盡的氣氛裡劃

下句點。第 3場次是由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
所趙貞怡老師主講「當教學遇上 APP」，趙老
師和大家分享許多寓教於樂、既好玩又實用的

APP，並帶著在場聽眾使用平板與手機立即互
動，同步體驗 APP如何在教學上提供大家各種
不同的幫助。而本學期最後壓軸場次，則是於 6
月 6日當天由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文教法律碩士
班周志宏教授兼教務長主講「教育事務與個資保

護」，透過教務長深入淺出地介紹教育事務中，

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內容，並同時於現場

解答許多師生長久以來有關個資蒐集、利用、保

護與爭議等相關常見問題之疑惑，參與的同仁們

均表受益良多，也為 2017年上半年做了一個美
好的總結。

北教大名師之各場次講座，於舉行講座的

當週，亦同時於 4樓課程區舉辦講座教師圖書著
作或相關主題書展，以幫助延伸學習。圖書館於

下半年規劃之講座預訂於 10月份推出，屆時將
邀請人文藝術學院院長郭博州老師、教育學系陳

蕙芬老師、數位科技設計學系許一珍老師為大家

帶來精采的演講，敬請密切注意本館公告之相關

訊息，並把握機會前來聆聽。

※ 報名網址：http://120.127.18.56/Reservation2007/

▲

▲

  2017年 6月 6日教經系周
志宏教務長演講「教育事

務與個資保護」。

 ▲ 2017年 3月 28日資科系陳永昇
老師演講「網路資訊科技與生

活」。

 ▲ 2017年 4月 25日兒英系陳嘉煥老師演講 「如何更有效率學
習生活英語」。

 ▲ 2017年 5月 9日課傳所
趙貞怡老師演講「當教

學遇上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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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相對論／產官學協作系列講座持續開展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

系於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持
續辦理 12場次的「教育相
對論／產官學協作」系列講

座，自 2017年 2月底至 5月
底期間，陸續邀請國內外相關

領域專家學者來訪演講，針對教育

行政、教育創新、文教產業、職涯認識、人力

資源管理等議題，提供新發想、新思維與新行

動的可能性。場場精彩，頗受師生們之熱烈好

評。

2月 21日邀請畢業系友莊書毓返校，以
「外商公司文化與人力資源管理」為主題與大

家分享職涯經驗。書毓學姊以自身的實習經歷

談起，鼓勵學弟妹們於實習期間不要害怕犯

錯，並且多問問題、培養正面積極的態度，必

能開始蓄積工作能量，她也以自己投入教育訓

練、人力資源部門的實務工作經驗，說明兩者

的工作性質與內容，期望能幫助學弟妹在未來

畢業後，無論是隨即投身就業市場或選擇繼續

升學，都能更有方向地提前規劃準備。

3月 21日邀請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
評鑑研究所何希慧教授蒞校，以「大學校務研

究之規劃與應用：連結校務發展與自我評鑑」

為題進行專題演講，不僅詳細解說臺灣高等教

育現況及高等教育發展趨勢，並介紹校務研究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及其主要功能與任
務內涵。何教授以學生入學管理模式為例，透

過 IR應用於統整校務計畫、策略規畫、預算分
配、學生學習成效以及校友流向追蹤等資訊，

提供學校可能的改善計畫與解決方案。

3月 22日邀請德國波鴻魯爾大學（Ruhr-
Universität Bochum）法學院 Prof. Jörg Ennuschat
主講「公私協力與學校—德國觀點（PPP und 
Schule - die deutsche Perspektive）」，概述德國
公私立學校體系並介紹何謂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以及 PPP於德國公私
立學校之運作模式。

4月 25日邀請掄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楊香
容協理，以「人力資源管理：激發組織創新轉

型」為題進行精采的演講。楊協理先向大家說

明人力資源管理內容原包括招募任用、訓練發

展、員工關係、績效管理以及薪資管理等；現

今人力資源管理的角色則已轉型為「提供、設

 ▲何希慧教授（右）與本校孫志麟教授（左）講座會

後共同進行師生互動討論。

 
▲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法學院

Prof. Jörg Ennuschat（左）主
講「公私協力與學校—德

國觀點」。

 ▲講座全程由

本校主任秘

書徐筱菁副

教授（右）

即席翻譯。

 ▲「人力資源管理：激發組織創新轉型」演講，與會

者合影。

關

對教育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

研究所何希慧教授演講「大學

校務研究之規劃與應用：連結

校務發展與自我評鑑」。

即席即席翻譯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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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解決方案→策略規劃→行政管理」，較過去而

言有相當大的轉變。她同時也提到，無論人力資

源管理如何地轉型，都應該具備賦予關懷且富有

彈性的周邊人際、具有策略性及概念性之思考邏

輯、創新能力等重要特質。

5月 9日邀請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消費通
路事業群吳勝雄總經理蒞校，以「與微軟對談：

他的經驗、你的決定」為題進行演講。吳總經理

就微軟產業進行介紹、分享微軟人應具備的核心

價值，讓同學從中獲知初入社會時應須具備哪些

強健的內在條件。他亦分享自己對於職涯的體

認：應培養隨時隨地對週遭事物進行自我思考的

能力，好好把握住每一個出現的機會；在處理事

務時，不只是瞭解物件，也應該對參與人士有深

度理解，並從中尋找出最佳的執行途徑。

5月 31日力邀南投縣立爽文國民中學王政
忠教導主任，以「我有一個夢：偏遠地區教育的

草根改革」為題，和大家說明偏遠地區的環境及

學生背景，與投身偏鄉教育的想法和理念。教師

透過學習護照來記錄、認證學生的學習；學生於

學習期間所獲得之點數，累積到學期末就可以參

加跳蚤市場，以一整年的學習成果來換取生活所

需用品，藉此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提高學習成

效。另外王主任也介紹MAPS教學法，以及與
教學團隊合力推動「夢的 N次方」教師專業成
長工作坊，衷心期盼能夠號召更多偏鄉中小學

教師一同來參與自主研習，為臺灣教育奉獻心

力。

回顧本學期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所規劃辦

理之教育相對論／產官學協作系列講座，不僅

為學生提供一個得以和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

進行對話與學習的平台，師生踴躍參與互動討

論，為每個參與系列講座的師生帶來許多的收

穫與反思，拓展多方思維與視界，相信對於學

生未來學習與生涯發展而言必定有相當多的助

益。

 ▲掄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楊香容協理演講「人力資源

管理：激發組織創新轉型」。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消費通路事業群吳勝雄總經

理主講「與微軟對談：他的經驗、你的決定」。

 ▲「與微軟對談：他的經驗、你的決

定」講座會後與聽講師生合影。

 ▲南投縣立爽文國

民中學王政忠教

導主任演講「我

有一個夢：偏遠

地區教育的草根

改革」。

 
▲

王政忠主任與

學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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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兩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與教學工作坊暨學術交流訪問
 ◎語文與創作學系

邇來兩岸交流頻

繁，本校語文與創作學

系碩士班與華語文教學

碩士班，與廈門大學中

文系以及海外教育學院

國際教育學院研究生，

共 同 主 辦 106 年 5 月
25∼29日之兩岸研究生
論文發表會。

5月 26日全天的論
壇學術研討會總計共 4
場次，兩岸研究生於上

午兩場次中依序發表論

文共 16篇，說明如何就語言詞性、韻律特徵、
禁制性標語、句式分析及聲調等面向應用至華

語教學上；下午兩場次則發表關於的創作、漢

字書寫架構、連字句等主題之研究，以及華語

教學實際之操作建議。5月 27日行程分為上午
的「留學生課堂觀摩」，以及下午的「國內外

研究生專業課程」，課程皆由廈門大學老師主

講。5月 28日研討會則以「中國古典學與現代
文學」為主題，分成上午「古典文學場次」及

下午「現代文學場次」兩場次進行，內容主題

從朱熹、李白、蘇軾等人的作品，一路延續至

陳映真、司馬中原、胡淑雯、羅智成等人之現

代小說分析。本校 20位師生在參與內容如此豐
富的學術交流訪問行程後，於 5月 29日帶著充
實的心情賦歸。

綜觀此次兩校兩院的論文發表會，雙方研

究生不僅各自在論文撰寫上發揮所長，讓兩校

研究生了解對方的能力和長處，同時也砥礪、

期許自己更加精進做學問的態度和能力，期待

雙方未來能夠有機會繼續合作舉辦相關學術交

流活動，一方面進行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同時

也期盼透過兩校師生交流學術心得，共同啟

發、擴充文學與教學專業，提升兩校研究生之

學術研究能力。

 ▲語文與創作學系陳俊榮老師與廈

門大學中文系主任李無未教授互

贈禮物。

 ▲語文與創作學系周美慧主任與廈門大學

海外教育學院方環海教授互贈禮物。

 ▲語文與創作學系周美慧主任開場致辭。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與廈門大學中文系師生進行學術交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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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慶北大學師生蒞校參訪

 ◎語文與創作學系

韓國慶北大學中國文化人才

養成團日前於 106年 4月 15∼22
日（六）來台進行短期研修。該團

師生共計 14人，來台研修期間，
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負責規劃學術

文化交流活動及食宿安排等相關事

宜。4月 17日由廖卓成老師以及
本系訪問學者魏巍老師，分別進行

「傳記文的兩種層次」、「重新回

到魯迅」兩場專題演講；4月 18
日上午由陳俊榮老師講授論文寫作方法，本系碩

士班研究生和慶北大學研究生同時相互交流，下

午接續由張春榮老師以及翁聖峰老師分別進行

「語文與創思教學」、「韓國《牛鈴之聲》的接

受暨台人遊韓文學的文化觀察」；4月 19日上
午由廖卓成老師講授文學概論，下午由林文韵老

師講授第二語言習得。透過本系所安排為期 3日
之系列專題課程，讓來訪的慶北大學師生及本系

研究生，有機會在文學理論與寫作技巧上彼此學

習，為本次活動劃下美好的句點。

 本系於 4月 17∼19日安排之系列專題課程表

上午 下午

4/17
（一）

【專題演講 Y803教室】
時間：09:30-11:30
題目：傳記文的兩種層次

講師：廖卓成教授

【專題演講 Y803教室】
時間：14:00-16:00
題目：重新回到魯迅

講師： 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　
　　　魏巍教授（本系訪問學者）

4/18
（二）

【研究生交流 Y803教室】
時間：09:00-12:00
課程：論文寫作方法

講師：陳俊榮教授

【專題演講 Y803教室】
時間：14:00-16:00
題目：語文與創思教學

講師：張春榮教授

【專題演講 Y803教室】
時間：16:00-18:00
題目： 韓國《牛鈴之聲》的接受暨台人遊韓文學的文化觀察
講師：翁聖峰教授

4/19
（三）

【課堂觀察 Y501教室】
時間：08:00-10:00
課程：文學概論

講師：廖卓成教授

【課堂觀察 Y302教室】
時間：15:30-17:30
課程：第二語言習得

講師：林文韵教授

 ▲語文與創作學系周美慧主任（左

五）、廖卓成老師（右二）與韓

國慶北大學老師合影。

 ▲韓國慶北大學師生合影。

 
▲

語文與創作學系研

究生（右側）與韓

國慶北大學研究生

學術交流。

 
▲

本系翁聖峰老

師進行專題演

講。

▲韓國慶北大學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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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人文藝術學院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人文藝術學院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於 106年 6 月 6日，
假藝術館 405國際會議廳舉辦「2017人文
藝術學院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此次發表

會旨在以人文藝術研究教學與創作為主

題，提供本院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之機會，

藉由發表會中師生間彼此交流、觀摩與切

磋，以提升本院研究生之學術論文撰寫能力；

從而促進多元學習與發展之目標。

有鑑於跨領域與科際整合乃當前整體學術

趨向，故本次發表會除了定調主題為「人文藝

術研究教學與創作」，亦可整合人文藝術領域

中所含括之各種研究主題，並以跨系所的模式

推動建構人文與藝術之跨領域研究群。

本次會議共有 9篇
論文通過口頭發表，

所有發表之論文於未

來如經再次審查通過

後，將結集成冊並命

名為《2017人文藝術
學院研究生論文集》出版

發行。期望藉由本次舉行之發

表會，建立本院研究生發表研究成果之重要平

台，一方面強化學生寫作與口語表達技巧，同

時提升相關研究論題的面向與深度，以提升本

院學生研究和寫作論文的水準。

力； 學

 
▲

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

院長致詞。

 ▲主持人台灣文化研究所方真真所長引言。

 ▲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長向發表人提問，左為評論人

文創系蕭旭智老師。

 ▲參與聽眾謄寫筆記。

 ▲第三場次主持人語文與創作學系周美慧主任（中）、發表人

及評論人合影。




